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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牌后连续两跌停!%!日被巨资
强力打开的双汇发展!%%日再度陷入
梦魇之中"""交易所%%日早间发布公
告称! 因媒体报道了河南双汇投资发
展股份有限公司未披露的信息! 根据
!&'()*+,-./012 "第
!%()条的规定! 于%$!!年)月%%日!$#

*$起对双汇发展进行临时停牌! 待公
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$

%%日有媒体报道称! 在*月%*日
经销商会议上! 双汇曾给予经销商承
诺# 在+月份之前未销售完的产品!

都可以无条件退货! 并且退货的产品
损失! 经销商不用承担"""然而! 这
样一个重要的承诺在!&日双汇复牌的
公告中竟只字不提$

当日双汇发展的公告称! 双汇鲜
冻品的日发货量恢复到,&-% 肉制品
的日发货量恢复到'!-% 日回收货款
额恢复到'%-$ 公告发布后无论是券
商研究员& 基金经理! 还是普通投资
者! 都对双汇的销售恢复情况给予正
面解读$

而这一承诺分析人士认为! 公告
中这个承诺存在与否! 将对市场判断
双汇恢复进度产生本质性的影响$

鉴于此! 双汇在复牌*个交易日
后! %%日再度停牌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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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%日下午!*点*$分左右! 记
者与双汇发展董事办取得联系!

该董办一位男性工作人员首先确
认公司停牌确系早间媒体报道双
汇给经销商的承诺一事$

该工作人员称! '这只是我

们一贯的销售政策($ 至于未销
售完产品均可以无条件退货 !

该工作人员称 '我们一直都有
这样的退货政策! 如果经销商
没有完成销售! 均可以向公司
无条件退货($

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! 退
货的销售政策并非临时政策$ 至
于为何没有在当日复牌公告中提
及! 该工作人员称 '具体原因我
们会在公告中解释(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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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安基金旗下华安升级主题基金
于)月%$日结束募集$ 来自渠道的信息
显示!这只紧扣'十二五(规划主线投资
的主题基金首募金额预计超过)!亿元!

成为年内第二大规模的新募基金$

统计显示!今年以来新发基金的平
均募集金额仅为!*('"亿元! 股票方向
平均募集金额为!,("&亿元! 华安升级
主题基金的热销!显现了投资者对升级
主题投资机会的看好$ 华安升级主题
着眼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.股
市场机会!包括产业升级&消费升级和
技术升级三大主题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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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月"#$创下!%个月新高! 基金业
内专家建议!在通胀率高企的背景下!

投资宜先守本金&再谋增值$

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基金经理&长
盛同鑫保本基金拟任基金经理蔡宾建
议! 由于分化的市场环境可能会持续
较长时间! 投资者宜首先关注投资标
的的安全边际! 在守住本金的基础上
再考虑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$

%&'&年在上证指数下跌近()*&偏
股型基金平均回报率仅为&+,%*的背
景下! 保本基金同期平均收益率高达
-+!.*!可见保本基金并不保守$

值得注意的是! 基于本金保证的
承诺! 投资保本基金所需承担的风险
极小$ 如正在发行的长盛同鑫保本基
金! 引入了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
公司作为担保! 如果基金运作导致本
金损失! 将在保本期末由其进行本金
补偿$ 另外!这一产品还引入了"##$保
本策略!并通过动态配置股票&可转债
等风险资产来获得资本利得! 从而强
化了保本基金的稳健特点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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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$!$年度晨星#34$基金奖评选
正式落下帷幕$富国天惠等!'只基金产
品'问鼎(本轮评选$

晨星年度基金奖是晨星基金评价
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!多年来在全球享
有盛誉$本年度是晨星在国内第八次颁
布基金奖!共有)&,只基金参选$ 其中!

股票型基金!,$只! 激进配置型基金,,

只!混合型基金'*只!债券基金!%%只!

封闭式基金*+只$

经过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! 最终+

只基金获 '%$!$年度晨星 )

34

*基金
奖(!另外!%只基金获提名奖$ 其中!富
国基金还是唯一有三只产品同时获奖
的基金公司!成为本次晨星基金奖的一
大亮点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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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有没有投资价值+ 能否
买入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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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海化%%日交出了一份靓
丽的一季报!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
业收入!,&&&+万元!同比增长%+-!

实现净利润&%!*万元! 同比增长
*+&(!*-!基本每股收益为$(!$%元$

今年化工股由于行业景气回
升整体走强! 山东海化也不例外!

报告期内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了
增加$ 公司表示!主要是主导产品
销量和销售价格上涨导致销售毛
利率增加所致$

值得注意的是! 受去年末化
工产品价格上涨影响! 山东海化
%$!$年实现净利润!($*亿元! 成功
扭亏为盈$ 四季度王亚伟携华夏

大盘精选& 华夏策略混合两只基
金买入!*)+万股! 耗资近亿元$

今年一季度! 就在中联油信托计
划和汇丰/01234.567.#89.5:;

5.<=25.>.##26=.<=25选择离场
的同时! 王亚伟不仅继续留守而
且还大举加仓! *个月的时间内华
夏大盘精选和华夏策略混合分别加
仓%)""万股和"$$万股! 分列第二
和第四大股东席位! 合计持股数额
达到))!!万股! 占公司总股本的
)(&-$按照今年一季度均价,(,"&元?

股计算!本次加仓!王亚伟由花费了
%('%亿元! 而如果王亚伟现在还未
离场!则已获利约%%-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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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季度和)月份以来的情况
看!大部分化工品的价格都在上涨!

几乎没有不涨的品种! 而多家化工
企业披露的一季报和业绩预告显
示!一季度业绩同比明显上涨$

这种价格上涨与业绩增长同时
出现的现象! 很容易让人得出两者
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$ 实际情
况却并非如此!如果成本没有变化!

价格上涨固然会导致业绩增长!但
是很多化工品的生产成本也在上
涨! 因此价格上涨与业绩增长没有
必然联系! 关键要看产品利润空间
和销量的变化$ 尽管部分化工品的
价格在上涨! 但是毛利率其实在下

降$一位化工行业的研究员称!从产
品价格与成本的价差看! 大部分其
实在缩小$

以主营产品为0@6的氯碱化工
为例! 近期股价涨幅远高于其他
0@6企业$ 在当前油价高位运行的
背景下! 乙烯法0@6相比于电石法
0@6更没有成本优势! 而氯碱化工
正属于这类企业! 其股价的上涨令
很多市场人士感到费解$ 中国化工
网分析师薛金磊表示! 按照目前的
乙烯单体价格和0@6价格! 乙烯法
0@6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很小!尽
管本周0@6价格上涨幅度较大!但
是利润空间没有改善$ 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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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板块本周部分个股表现
强势$

涨 幅 最 大 的 是 #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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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周上涨!%('-$ 公司主业
没有明显改善迹象!还是处于亏损
边缘!近期的上涨主要是对该股重
组的预期!建议观望为主$

本周涨幅第二的是 #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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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周上涨&(%&-$ 公司主营
业务为房地产开发& 物业管理服

务&旅游服务等$ 二级市场上!该股
放量上涨!短期涨幅较大!建议观
望为主$

本周跌幅最大的是|���
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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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
$ 近期的大幅下跌!是因
为%$!!年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减少
&"(&%-$ 该股短期处于调整中!建
议观望为主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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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两市股指震荡回落!上
午虽然一度翻红!但市场人气不
足!金融地产等权重板块集体回
调!特别是午后一波杀跌!沪指
一度逼近*$$$点整数关口!对人
气打击较大$ 活跃市场的仍然是
题材股及低价股!黄金&造纸&电
力&旅游!航空等板块涨幅居前$

截止收盘! 沪指报*$!$点!

下跌 !"点 ! 跌幅 $(+*- ! 成交

!*,%亿元% 深成指报!%'$,点!

下跌 &$点 ! 跌幅 $('!- ! 成交
&&"(&亿元$

本周沪指结束了连续两周上
涨态势!全周共下跌!(*!-!深成
指跌!(&,-$ 从本周综合表现来
看! 金融地产等权重股表现均比
较平淡! 两市围绕着重组& 高送
转& 低价股等题材概念股进行炒
作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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